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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
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居住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国公
民和户籍在本省而居住在省外的公民，以及本省
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
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
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
关的人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履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并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制定具体措施，共同做好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

第五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做好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

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同级人民政府
组织公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主要负责人负
责，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者配
备专职、兼职工作人员。企业的计划生育工作由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负责，并接受所在
地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上一级人
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本行政
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
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加强对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检查指导。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规定调控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优化人口结构，加强母婴保健和婴幼儿照护服
务，促进家庭发展的措施。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
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人
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第十条 城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
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管理
和服务机制，并将其纳入创建文明街道、文明社
区、文明家庭的内容。

第十一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
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
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
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
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生育调节、
奖励与社会保障、生育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及其实施情况，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人口与计划
生育统计数据必须实事求是，如实上报，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统
计数据。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并负责贯彻实施。

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医疗
保障、教育、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政

务服务管理、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统计等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制定、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供人口与计
划生育有关数据，实行人口信息资源共享。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卫生健康、教
育、科技、文化和旅游、民政、新闻出版、广播电视
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引导公民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人口观念和婚
育观念，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落实夫妻共同承
担育儿责任。

新闻媒体负有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社会
公益性宣传的义务。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计
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健全基层工作网络，对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给予适
当报酬。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
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必要的经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
与计划生育经费。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七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
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
负有共同的责任。

第十八条 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已生育的三个子女中，有子女死亡或被认定
为三级以上残疾的，可以再生育相同数量的子
女。依法收养的子女或者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
子女，不合并计算。

第十九条 涉外婚姻的生育，涉及台湾、香
港、澳门同胞的生育和出国留学人员的生育，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夫妻生育子女实行免费登记服
务制度。

夫妻生育子女的，应当在怀孕期间通过计
划生育网上办理平台或者到夫妻一方户籍所在
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
行登记。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
保障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享有避孕节育措施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

第二十二条 育龄夫妻自主选择安全、有
效、适宜的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
非意愿妊娠。

第二十三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
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前款所需经费，按照有关规定列入各级人民
政府财政预算或者由社会保险予以保障。

第四章 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财政、税收、保险、
教育、住房、就业和劳动保障等支持措施，减轻家
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第二十五条 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除
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延长婚假十五天；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产假外，生育第一、二个子女的延长产假六十
天，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的延长产假九十天，并
给予配偶护理假十五天；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
双方每年可以享受各十天育儿假。婚假、产假待
遇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护理假和育儿假期间，享

受与在岗人员同等的待遇。
第二十六条 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

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
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
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
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
女提供就业服务。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提高生育服务管理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依
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
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
出生事项联办。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传播科学育儿
知识，增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为婴幼儿家庭
开展新生儿访视、预防接种、疾病防控等服务，提
供膳食营养、生长发育、安全防护等健康指导。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城
乡社区建设中，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
幼儿照护活动场所以及配套服务设施。老城区和
已建成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应当通
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建设。

新建住宅小区应当同步配套建设婴幼儿照
护活动场所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

公共场所和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配
置母婴设施，为婴幼儿照护、哺乳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综合采
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
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
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
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社区、工业园区等提供托育服务。

职工适龄子女达到二十人以上的用人单位，
可以采取自建自营或者委托运营的方式举办托
育机构，为职工子女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有条
件的可以向附近居民开放。

托育机构的设置和服务应当符合托育服务
相关标准和规范。托育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
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托育机构综合责任
保险。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家庭托育点，并加
强家庭托育点管理。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
照护模式。

第三十一条 加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有条
件的幼儿园可以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者提供托
管服务。

中小学校应当依托学校教育资源，以公益普
惠为原则，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
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配租公
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
女的家庭，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按照规定
予以适当照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家庭养育未成
年子女负担情况，研究制定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
屋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三条 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育
一个子女的夫妻，不再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
女父母，持证享受以下奖励：

（一）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
到子女十八周岁止，对独生子女父母由双方所在

单位每月分别发给不低于十元的奖金；
（二）独生子女父母，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

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时分别给予不低于三千元
的一次性奖励；是农村居民、城镇无业居民的，年
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已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其独生
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给予扶助，
并建立健全生活、养老、医疗、精神慰藉等全方位
帮扶保障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人口与计划生
育救助公益金，主要用于对符合条件伤残、死亡
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发放一次性救助金，购买住院
护工补贴保险，开展健康体检等，其经费来源主
要是财政投入和社会捐助。

公办养老机构以及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
前提下，为经济困难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
老年人提供无偿或者低收费托养服务。

第三十五条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
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优先优惠的，继
续享受相关优先优惠：

（一）在扶持产业发展上，对独生子女家庭给
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

（二）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
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三）提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宅基地标准，多
增加一人份的集体福利分配份额；

（四）对下岗的独生子女父母，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安排培训和就业；

（五）农村独生子女在参加本省中考、高考
时，给予增加十分的照顾；

（六）对独生子女入幼儿园、上小学、就医住
院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七）对六十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在就
医、养老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第三十六条 对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
一个子女期间符合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和两女
家庭，按照规定继续发放奖励扶助金。

第三十七条 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需要二
级以上护理的，其子女所在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独
生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十五天的护理照料时间，
给予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七天的护理照
料时间。

第三十八条 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并已享受本条例规定的各项奖励和优先优惠
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停止其奖励和优先优惠，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予以作废。
第三十九条 对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五章 计划生育服务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科
学规范开展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保障公民
享有计划生育服务，提高公民的生殖健康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危重孕产
妇、新生儿救治体系。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
作，支持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预防和减
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服
务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配合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好计划
生育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

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进行
检查。

第四十二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
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对育龄妇女开
展围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承担计划生育、优生
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
展不孕不育症诊疗。

第四十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
指导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四十四条 公民生育应当接受孕产期保

健指导，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
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育龄夫妻一方患有严重

遗传性疾病的，应当提出医学意见。育龄夫妻应
当根据医学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四十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超
声技术和其他技术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四十六条 禁止个体医疗机构实施计划
生育手术。

国家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之前，在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卫生、保
健机构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鉴定认定为计划生育手
术并发症的，给予免费治疗，因计划生育手术造
成丧失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除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外，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由所在
单位按工伤对待；农村居民、城镇无业居民由所
在基层单位在生产、生活上给予照顾和资助，符
合救济条件的应当给予社会救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人口
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职责、不履行协助管理人口
与计划生育义务、不执行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
规定的，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给予
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具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
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依法吊
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

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
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第四十九条 托育机构违反托育服务相关
标准和规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
托育服务，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托育机构有虐待婴幼儿行为的，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婴
幼儿照护服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中，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
益的；

（二）对公民的生育登记在法定期限内无正
当理由不予办理或者故意刁难申请人的；

（三）弄虚作假或者滥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

（四）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
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违
法违纪并造成重大事故的；

（六）贪污、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
经费、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的；

（七）索取、收受贿赂的。
第五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
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
制定实施细则和相关办法。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
起施行。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
届口腔医学专业专科毕业生王思轶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34011201606001949，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
2020级医学影像学专业班学生张晗超
学生证丢失，学号：20011070048，声明
作废。

▲闫彦茹二级建筑师注册证书丢
失，编号：2001300962，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2016届药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薛娇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0755201605005092，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0
届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
业 生 薛 娇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34011201006003134，声明作废。

▲苏源智居民身份证丢失，证号：
130103200009052115，声明作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2019
届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
向）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东远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33971201906001808，声明作废。
▲郭伟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14308，特此声明。
▲ 裴 继 杰 （ 身 份 证 号 ：

140103196210270053）房地产估价师资
格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泊头职业学院2018届机电一体
化专业毕业生李翀学籍档案丢失，编
号：1504220109，声明作废。

▲郭睿新闻记者证丢失，编号：
B13001166000155，声明作废。

▲宋明刚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08508，特此声明。

▲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
高旭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3117，
特此声明。

▲张晓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丢
失，编号：JZ00404174，声明作废。

▲河 北 医 科 大 学 基 础 医 学 院
2020 级临床医学专业二班学生赵子
涛学生证丢失，学号：20011010241，声
明作废。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2020级
刑事侦查专业二区队学生牟春阳学生
证丢失，学号：20010232，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0
届护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高璐璐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34011201006000365，声明作废。

▲ 石 家 庄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2017届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
生 刘 欢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34011201706002192，声明作废。

▲河 北 医 科 大 学 基 础 医 学 院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二大班学生曹
祺学生证丢失，学号：17011010239，声
明作废。

▲李向明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07395，特此声明。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集资办电存折，存折号：
9302580，户名：河北省水利厅工程局，
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2018届财政
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李二雷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1811119，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2022
届金融专业硕士毕业生杨学进就业
协议书丢失，编号：11832220639，声明
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0
届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翟
书 平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34011201006002737，声明作废。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铁建
设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以红色物业创建活动为抓手，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物业服务能力
持续增强，业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提升。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该公
司南区项目部严格落实各级防控措施和
要求，加固每道安全屏障。由于南区项
目部管辖区域分散，范围涉及北京市海
淀、丰台、石景山三区四个街道，既有办
公区域也有居民小区，管辖区域多、居住
人员密集、复杂，针对疫情防控任务重、
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项目部采取了“整体
协调、划片管理”的模式，建立起“一点一
队伍、分点负责”的具体防控格局。同
时，扎实做好防疫宣传工作、加大人员流
调力度、实施进出卡口健康监测、环境卫
生整治所有卫生死角、按时定点做好保
洁消毒工作等服务保障工作。按照要
求，项目部人员已全部接种了新冠疫苗
第三针加强针，项目部多措并举科学精
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为有效切断

疫情扩散筑牢了严密防线。此外，该公
司为配合当地社区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提前设计场地布局，购买并合理设置一
米线、隔离带、遮阳伞等设施，积极协助
登记工作，安排安保人员现场维持秩序，
引导员工有序、高效地进行核酸检测。

物业服务工作就是“服务业主、以
心换心”，为切实增强业主和居民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结合学党史、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铁建设集团房产中心南区项
目部着力解决了小区内垃圾分类、飞线
充电、私拉乱扯、杂物堆放、停车困难等
居民身边的民生痛点和难点工作。今
年以来，“创建文明城区”工作是石景山
区政府积极推进的重要工作之一，其中
的重点工作是做好垃圾分类。该公司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
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在生活区搭
建了垃圾分类驿站，重要时间点由职工
在垃圾驿站旁值守进行指导，小区垃圾
分类工作位列石景山区前列，小区卫生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赢得了石景山区各
级政府的好评，八宝山街道办事处赠送

了锦旗表彰其在“创建文明城区”过程
中所做的工作，表示对中铁物业公司整
体工作的肯定。

该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持续细
化便民利民措施，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涿州项目部联合涿州市清
凉寺卫生院，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体检活动。活动中，积极配合社区工作
人员，认真做好免费体检活动的各项工
作，医护人员仔细检查老人们的身体状
况，耐心解释检查结果，叮嘱注意事项，
赢得社区居民一片点赞。此外，为进一
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该公司南区
项目部及莱州项目部分别邀请当地消
防救援中队举行消防安全应急培训。
重点结合小区实际，就小区内违规停放
车辆、楼道堆放杂物等普遍存在的消防
安全隐患进行详细讲解剖析。消防救
援中队还向在场人员详细讲解了灭火
器、消火栓的使用方法，严格指导现场
人员进行了灭火器灭火演练，大家在实
践中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最大化
保证培训的实效性。 （汤明月）

中铁建设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打造红色物业品牌 开创优质服务新局面


